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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全力种苗圃

自贸“试验田”花开别样红
□ 本报记者 晏澜菲

实施包容免罚清单模式”在实现有效监管
的同时，最大限度减轻了企业负担；
“ 企业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套餐式注销服务模式”实现了企业注销办
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
理“只跑一次”；
“ 领事业务一网通办”利用
战略举措。
“十三五”时期，各自贸试验区大 “互联网+政务服务”便利群众办理相关业
胆探索、勇于突破，充分发挥改革开放试验
务。
田作用，商务部会同有关地方和部门不仅
除上述国家层面的复制推广外，据各
持续释放制度创新红利，还赋予了自贸试
地不完全统计，
“ 十三五”时期各自贸试验
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
区共形成了 1300 余项制度创新成果在所
在 2 月 3 日商务部举行的“十三五”时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推广，其中 2020 年推
期自贸试验区建设情况专题新闻发布会
广了 220 余项。广东自贸试验区推广了
上，自贸区港司司长唐文弘如是表示。
“构建聘任港澳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制
度”等 11 项经验，福建自贸试验区推广了
“设立台胞台企服务专窗”
等 23 项经验，江
共享制度创新红利
苏自贸试验区推广了“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的中欧班列‘保税加出口’货物集装箱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贸试验区的建
拼模式”等 20 项经验，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设是种苗圃而不是栽盆景。”唐文弘介绍
推广了“构建对俄特色医疗旅游模式”等
说，自贸试验区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以制
10 项经验。
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
唐文弘直言，未来，商务部将及时总结
求。各自贸试验区在各个领域抓好风险防
梳理自贸试验区试得好、
看得准、风险可控
控的同时，持续加大探索力度，累计向全国
的创新成果，多层次、多路径做好复制推广
复制推广了 260 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
工作，进一步彰显自贸试验区全面深化改
“十三五”时期，共向全国推广自贸试验区
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
制度创新成果 173 项。
在唐文弘看来，这些“制度良种”在全
赋予更多改革开放自主权
国生根发芽，进一步提升了各地的开放水
平、行政效率、发展动能和经济活力。比
如，
“ 证照分离”改革经验为市场主体创造
发布四方案、出台两文件、压减一清
了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
“ 四自一简”的制
单、放权千余项，2020 年商务部在赋予自
度创新降低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交
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所开展的一
易成本，提升了贸易便利化的水平；
“ 以信
系列工作，为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创
用为核心的跨部门协同监管平台”等经验
造了良好的环境。
提高了事中事后监管的效能；
“铁路运单金
自贸区港司副司长袁园介绍说，2020
融化创新”为利用中欧班列开展贸易的企
年商务部报请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印发了
业拓展了新的融资渠道。
北京、安徽、湖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
“2020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做好自
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共提出 422
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
项改革试点任务。特别是围绕着服务贸
广工作的通知》，推出 37 项经验，从实践效
易、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等新
果看，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便利了群众
领域、新业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
办事，而且风险可控。”唐文弘说，
“ 多领域
的差别化试点任务，
催生新发展动能。

与此同时，商务部还印发了支持浙江
自贸试验区油气全产业链开放发展的政策
文件，提出 26 项政策措施，首次从特色产
业链全链条开放发展的角度支持自贸试验
区进行制度创新。出台了支持湖北自贸试
验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文件，提出 24 项举
措，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疫后重
振。
“我们和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出
台了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2020
年版，这是自 2013 年以来出台修订的自贸

试验区第 7 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上年
比，特别管理措施压减了 3 项，仅保留了 30
项。还有一些条目部分开放，在中药材、出
版物印刷、职业教育，以及增值电信这些领
域进一步加大了开放压力测试力度。”袁园
表示，不仅如此，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还出台了支持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文件近百份，有关省区
市向自贸试验区下放了 1300 多项省级管
理权限，减少了审批的事项，优化了审批的
流程，大幅降低了企业准入的门槛和经营

成本。
对于大家关心的自贸试验区数量是否
会进一步扩容的问题，唐文弘表示，自贸试
验区的布局从最开始在上海四个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内 28.78 平方公里开始，逐步优
化，扩展扩容，现在已到 21 个，共计 67 个片
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
新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
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商务部将根据中央
决策部署，在充分评估现有自贸试验区建
设成效基础上，
统筹研究。

有叠加，
有互补，
开放平台齐飞共进
□ 本报记者 晏澜菲
随着数量增加至21个，
我国自贸试
验区建设逐步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
的
“雁阵”
。在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过程
中，
如何处理好与保税区、
经开区等平台
间的关系是人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自贸试验区的定位是为全面深化
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
经验。自首个自贸试验区挂牌之日
起，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以可复制可
推广为基本要求”
“高水平开放压力测
试”等关键表述就伴其左右，从这些表
述中，不难看出，自贸试验区和其他园
区的区别：
在扩大开放方面，自贸试验区要
进行开放压力测试，对外开放的程度
最高，
相比其他园区更有优势。
在深化改

革方面，自贸试验区承担了比其他园
区更多的国家先行先试的任务。
在战略定位方面，每个自贸试验
区的总体方案都有明确规定，各自贸
试验区还要主动对接服务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同时，自贸试验区在建设过
程中，既要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
保税监管功能，也要发挥好经开区吸
收外资、
发展经济的功能。
正如自贸区港司司长唐文弘所
言，部分自贸试验区的区域范围和相
关园区有重叠，在实践过程中，可以较
好地发挥政策的叠加效应，有效提升
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实现相互促进、
协
同发展。
一方面，自贸试验区
制度创新

吸引了更多的市场主体，为位于自贸
试验区内的相关园区带来更大的发展
机会。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内的相
关园区也承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
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改革任务，
为自贸试验区贡献了许多的制度创新
成果。
1+1>2，承载任务不同，发展重点
各异，自贸试验区与其他园区间，有
重叠，有互补，齐飞共进，前景可
期。

海南自贸港

临港新片区

浙江自贸试验区

走在前列显能力

油气全产业链发展独一份

□ 本报记者 晏澜菲

□ 本报记者 晏澜菲

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既有挂牌最早的“前辈”——上海
自贸试验区，也有发展不到两年的“后生”——上海自贸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临港
新片区多领域发展走在前列，
后生可畏。
“党中央决定新设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为临港
新片区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自贸区港司司长
唐文弘表示，临港新片区设立以来，围绕打造更具国际市场
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大胆先行先试，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
挂牌运行一年多来，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的实施率差
不多达到了 90%，国家层面和上海市层面发布的政策文件
有 120 余项。
唐文弘介绍说，在吸收外资方面，全国首个外资控股的
合资理财公司汇华理财有限公司等相继落户；在贸易方面，
全国唯一的特殊综保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正式运
行，全球首次“5G+AI”智能化港区作业试点，首单跨口岸国
际中转集拼等业务相继落地。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临
港新片区新设外资企业 292 家，实到外资 17.5 亿元。截止
到 2020 年 11 月底，临港新片区进出口总额将近 767 亿元，
同比增长 7.4%。
全国唯一跨区域、跨市场的证券期货纠纷专业调解组
织，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入驻，72
家头部金融机构及组织设立了“智能投研技术联盟”……临
港新片区在金融领域的发展表现同样不俗，目前，已累计注
册与签约基金的总资金规模超过了 2614 亿元。
在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创业人才发展生态
方面，临港新片区放宽技能人才准入资格，率先突破外籍人
才停居留、工作许可、从业自由等政策，吸引落户各类人才
3300 余人。园区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产业集聚融合，与数
字经济相关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
等产业，已有 370 余家企业和 20 多家平台相继落户。
唐文弘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和支
持临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赋予其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对标
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实行更大程度的制度性开放的压力测
试，在若干重点领域率先实现突破。
“ 临港新片区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有能力走在前列，
它也理应走在前列。
”

“支持浙江自贸试验区油气全产业链开放发展的若干措施经中
央同意出台，是我们支持自贸试验区特色产业开放发展的第一份政
策文件，非常有意义。”自贸区港司副司长袁园表示，经过近一年的
探索实践，文件中提出来的 11 个方面 26 项措施已全部启动实施。
初步统计，
超过 80%的任务已完成或取得实质性进展。
首次从特色产业链全链条开放发展的角度支持自贸试验区的
制度创新，这是商务部推动落实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
权开展的工作之一。彼时，挂牌运行快 3 年的浙江自贸试验区肩担
新使命，
开放再出发，
在全产业链发展方面开始积极探索。
经过近一年多的发展，浙江自贸试验区下游精深加工产业链不
断延伸，油品流通市场化配置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园区内，舟山绿
色石化基地炼化一体化项目加速落地，带动了下游的霍尼韦尔催化
剂、德荣化工等一大批重大精深加工项目聚集，促进了石化精深加
工产业的国际合作。同时，浙江自贸试验区在油品非国营贸易领域
开展先行先试，丰富了油品市场的经营主体。目前，浙石化是全国
唯一的具备原油、成品油和低硫燃料油等油品进出口资质的民营企
业，
首批副产成品油出口也正在有序推进。
2020 年 11 月，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战略入股了浙江国际油
气交易中心，共同建设浙江自贸试验区保税商品登记流转公示平
台，新增了原油等 15 个交易品种，油品等大宗商品的“期现联动”获
得了实质性突破，
也推动了长三角期现一体化交易市场发展。
浙江自贸试验区不仅大宗商品交易取得了积极进展，港口的海
事服务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园区内，加快建设国际船用燃料油供
应中心和液化天然气接收中心，带动国内主要港口、国际船用低硫
燃料油的供应，实现大幅增长。2020 年，浙江自贸试验区保税油的
供应量突破了 470 万吨，稳居供油港的全国第一，提升了服务国际航
行船舶能力。
2020 年，浙江自贸试验区新增油品企业 1880 家，船用燃料油供
应同比增长 15.1%，油气吞吐量 1.27 亿吨。袁园直言，实践证明，从
产业链开放发展的角度来开展集成性的创新，破除体制机制的障
碍，有利于促进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和相关市场主体的集聚，能够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水平，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浙江自贸试验区油气全产业
链发展情况，认真总结经验，同时我们也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
策部署，统筹推动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积极探索产业链供应链的开
放发展，
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
袁园如是说。

第一个吃螃蟹
□ 本报记者 晏澜菲
2020 年 6 月，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发布，令全球瞩目。方案
对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
和运输往来这五大自由便利以及数据
安全有序流动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
排。自贸区港司副司长袁园直言，海南
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是以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的，对接了
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的基本内容，体现
了国际先进自由贸易港的主要特征。
从 贸 易 自 由 便 利 看 ，在 货 物 贸 易
方面，海南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
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随着原
辅料、交通工具及游艇两项清单的出
台，自贸港建设第一阶段要出台的“一
负三正”零关税清单完成过半，剩余清
单值得期待。在服务贸易方面，海南
实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
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举措，要实施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目前，商务
部正在会同有关方面抓紧推进相关工
作。
从投资自由便利看，在市场准入方
面，海南以“非禁即入”为核心，大幅减
少禁止和限制的措施。2 月 1 日正式施
行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只保留了 27 项限制措施，和自
贸试验区版的外商准入负面清单相比
进一步减少 3 条，放宽了采矿、汽车整车
制造等领域的准入。在增值电信、教育
和商务服务等市场主体高度关注的重
点领域也作出了更为开放的安排。在
营商环境方面，海南自贸港创设了国际
投资“单一窗口”，为投资者提供“套餐
式”
服务。
“总体方案发布半年多来，各有关
部门和海南省迅速推动落实，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袁园介绍说，海
南自贸港离岛免税购物新政、洋浦保税

港区监管办法、开放第七航权、企业和
个人所得税优惠、两项“零关税”清单等
政策举措持续落地，其中，离岛免税政
策不断优化，使得全岛免税品全年销售
额实现倍增，有效发挥了吸引境外消费
回流的作用。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如火如荼，吸引
了市场主体迅速集聚，洋浦港吞吐量显
著增长。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海南
新 增 企 业 14.9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107.1%。全年新设外资企业 1005 家，
同比增长 197.3%。洋浦港口吞吐量达
到了 5664.4 万吨，同比增长 12.9%，创
建了 101.9 万个标准集装箱，同比增长
44%。其中，外贸集装箱超过了 20.3 万
标箱，
同比增长 98.3%。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海南跨
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出台备受期
待。袁园坦言，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
理单元，海南自贸港可以在岛内率先建
立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施所应
具备的相应管理制度，兼顾发展和安
全，为后续出台全国版的清单探索路
径、积累经验。海南跨境服务贸易清单
将是中国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公布的
第一张负面清单，也将是中国对外开放
进程中又一重大的基础性改革，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在袁园看来，之所以选取海南自贸
港来“第一个吃螃蟹”，它具备实施最高
水平开放政策的独特优势，开放力度更
大，灵活度更高，测试性更强，有利于加
快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是海南着力发展的三大产业，推动海
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实施将推
动三大产业实现开放发展。
”
据悉，目前，商务部正在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会同海南省和
有关方面积极推进相关的工作，力争早
日出台这份清单。

